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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补肺化瘀法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生活质量及
肺功能的影响

黄荣
（阳泉市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山西  阳泉  045000）

0　引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呼吸科的一种常见病和

多发病，该病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影响全球公共卫生的问题。

对于患者而言，该病具有较高的致死率，会对患者的正常生

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也给患者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造成

了巨大了经济负担。采用中医药可以有效防治 COPD，尤其

对于稳定期的 COPD 具有较好的疗效。本研究旨在探索中医

药疗法补肺化瘀法在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的临

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

的 48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

及观察组各 24 例。其中，观察组男 16 例，女 8 例；年龄为

44-75 岁，平均 64.1 岁；病程 15-30 年，平均 23.1 年。对照

组男 15 例，女 9 例；年龄为 43-77 岁，平均 63.9 岁；病程

15-30 年，平均 22.7 年。所有患者均确诊为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均无统计学差异

（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对照组行异丙托溴铵气雾剂（北京海德润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1022421），3 次 /d。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使用补肺化瘀法 [1]。每日 1 剂。

1.3　观察指标。生活质量：采用圣乔治呼吸问卷 [2] 进行评分。

共 3 个维度（呼吸症状、疾病影响、活动能力），满分一百分，

分值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肺功能情况：检测患者治疗前后

的 FEV1、FVC，并计算 FEV1/FVC。

1.4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用平均数 ± 标准差表示。若 P <0.05，则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质量。两组患者治疗后 3 个维度的圣乔治呼吸问卷

评分有所降低，且观察组更为显著（P <0.05），见表 1。

2.2　肺功能情况。两组患者治疗后 FEV1、FEV1/FVC、PEF
（%）有所降低，且观察组更为显著（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对比（ ±s）
组别 例数 时间 FEV1（%） FEV1/FVC PEF（%）

观察组 24
治疗前 52.76±10.00 51.56±13.10 40.56±9.56

治疗后 59.21±11.54 60.71±12.02 48.48±11.45

对照组 24
治疗前 53.11±9.67 51.04±12.28 41.47±9.14

治疗后 55.69±11.10 52.45±10.77 44.31±10.13

P - - <0.05 <0.05 <0.05

3　讨论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采用异丙托溴铵，是《COPD 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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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inforcing Lung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Therapy on Life Quality and Lung 
Function of Stable Period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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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quan City Coal Industry Group Co., Ltd. General Hospital, Yangquan, Shanxi ,045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effect of reinforcing lung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therapy on life quality and 
pulmonary function of stable period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choose 48 case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June 2017, divide them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24 cases in each.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pratropium bromide,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reinforcing lung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therapy. Observe life quality and lung function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life quality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P< 0.05), lung function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two groups (P> 0.05). Conclusion  
reinforcing lung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therapy can improve life quality of stable period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significant, which is worthy of wide application cli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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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中所推荐的稳定期治疗方案之一，有利于缓解气流受

限的症状，但对于肺功能的进行性下降无治疗作用 [3]。中医

上认为 COPD 属于“肺胀”“喘证”“痰饮”等范畴，与肺、

脾、肾具有密切的关联。因肺主气司呼吸，故一个人的肺的

呼吸功能，关系到宗气的生成，与此同时，肺的功能也影响

到全身之气，因此作者在异丙托溴铵治疗的基础上，采取中

药补肺化瘀的治疗手段，补气重在于补肺气，另一方面也有

利于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力。

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补肺化瘀方为《永类钤方》补肺汤

化裁而来，主要功能为补肺益气。由五脏补益理论，党参、

黄芪具有补脾气之用，其中，党参有补中益气、生津止渴之

效；黄芪具有补益气血、健肺固表之功。熟地黄具有补气血

的功效。而白术健脾益气，祛痰燥湿，五味子敛肺滋肾，一

般用于久咳虚喘。补骨脂补肾气，有利于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4]。

桑白皮泻肺平喘，利水消肿。浙贝、紫菀、桔梗、前胡可以

有效的化痰止咳。久病而正气不足，导致了人阴阳失调，气

血不足，血脉虚弱，鼓动无力，而气虚可以造成血瘀，形成

的血瘀会进一步的加重气虚，造成了虚瘀夹杂的症状。本研

究的结果表明，丹参对于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具有

显著的功效，可以有效的减少全血的粘稠程度，增强了肺组

织血液的灌注量，因此可以改善气道阻力，对于提高肺功能、

缓解呼吸困难有积极的作用 [5]。对于 COPD 患者而言，长时

间的正常血流受阻，造成了身体的局部组织器官的缺血，表

现为病情的进行性加重，因此在对 COPD 患者进行治疗时应

当针对性的在补气的同时加入丹参一药来进行活血化瘀。通

过合用以上诸药，可以达到补肾益肺，止咳平喘、清淤化痰，

改善肺功能的作用。结合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通过治疗，

两组的患者均降低了圣乔治呼吸问卷的评分，且治疗组下降

效果较对照组更为显著；通过结束治疗后三个月的随访可以

发现，治疗组的圣乔治呼吸问卷的评分较对照组具有显著的

下降。提示采用补肺化瘀法对 COPD 稳定期及远期的治疗效

果均优于异丙托溴铵气雾剂吸入治疗，且无不良反应，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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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s）

组别 例数 时间 呼吸症状 疾病影响 活动能力 总分

观察组 24

治疗前 56.1±11.34 38.36±17.45 53.56±15.22 48.56±14.11

治疗后 46.2±10.97* 31.43±14.89* 45.05±13.44* 40.09±12.02*

治疗后 12 周 44.53±10.46** 30.37±15.21** 43.05±13.16** 39.01±12.04**

对照组 24

治疗前 55.84±12.23 37.78±16.78 52.37±13.65 46.13±12.47

治疗后 51.08±10.54 34.53±15.37 48.11±13.42 42.53±11.88

治疗后 12 周 50.32±11.34 33.64±15.78 48.02±12.56 42.03±12.34

P - - - - - <0.05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5；**P < 0.05。


